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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 6/30止
數量有

限

立即搶
購

買買
送送

買2箱 送2瓶
大溪地諾麗®果汁極致風味

大溪地諾麗®果汁極致風味(4瓶/箱, 750ml/瓶)

會員價NT$7,100
贈品價值NT$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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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速效美白
實作課

注意事項 ：
✽凡購買一組「7日瞬效美白面膜優惠組」即可免費報名課
程一位，以此類推。

✽報名人數需滿 15人以上，方達開課標準；若人數不足無法
開課，將於課程前三天通知。

✽報名後若不克出席，至少於課程前三天通知公司；若當日
無法出席，不得轉讓、不退回報名費，課程所贈送之面膜
乙片亦無法領取。

✽教室全程有中央空調，請攜帶薄外套。

您對臉上惱人的斑點和蠟黃的膚

色感到困擾又找不到解決辦法

嗎？本課程將告訴您以天然安全

的方式，膚色可以提升至少 2個
色階，趕快報名參加，今夏美白

之星非您莫屬！

課程費用：600元 
報名方式：洽各營運中心課程特色：

● 完整體驗晶鑽瞬效美白面膜的保養流程

● 每人獲贈一片價值 650元「極淨晶鑽瞬效美白面膜」

課程日期及地點：

台北 6/18 (二 ) 19:00~20:30
台中 6/19 (三 ) 19:30~21:00
高雄 6/20 (四 ) 19:00~20:30

課程對象：不限，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課程地點：慕立達各區營運中心 OPP教室

免費報名辦法
6/17(一 )前，凡購買「7日瞬效美白面
膜優惠組」，即可免費報名參加「7天美
白實作課」（現省 NT$600），機會難得

敬請把握！

報名從速

7日瞬效美白面膜優惠組
極淨晶鑽瞬效美白面膜 2盒
(4片 /盒 )
優惠價NT$ 3,900
原價 NT$5,200  
QV: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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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 20至 24日，對台灣分公司來說是別具意
義的一週！來自 10個國家近 200位菁英領袖齊聚台灣所
主辦的慕立達學院亞洲班，包括全球業務行銷資深副總裁

Shon明有哲，以及全球行銷策略主席 Kelly申健飛也一
同參與此次盛會！

台灣主辦 榮耀全球

2019慕立達學院亞洲班
10國菁英領袖齊聚台灣

台灣首度舉辦國際性會議

這是台灣分公司開幕以來首次主辦

的國際性訓練課程，為了讓與會的

各國領袖享受賓至如歸的尊榮體

驗，特別選定新板希爾頓五星級飯

店舉辦，並安排公司總部經營高層

擔任主要講師，傾全力分享事業拓

展和建立收入的秘訣！

慕立達在 2018年底，與新世紀飲
品合併之後，更是一躍成為全球前

40大健康飲品上市公司！每一個
人都在尋找好的產品以及獲得更多

收入的方法，選擇慕立達正是商機

無限大的最佳時刻！

慕立達學院課程的目的，就是要

幫助各國以培育更多核心領袖，

並指導如何建立穩健紮實的組織

與源源不絕的收入管道。慕立達

秉持著幫助世人獲得人生最渴望

的三件事：健康的身體、好看的

外表以及財務自由，持續拓展市

場與分享遠景。

全球策略主席 Kelly表示抱持著堅定的信念才能成就穩固的事業版圖

各國會員熱情地與大家歡呼互動

現場近 200位領袖一同來台參與事業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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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領導人堅持信念 小事每天做
全球行銷策略主席 Kelly提到，堅持信念比獲取
知識更為重要，同時「教導」也是複製的重要關

鍵。一個好的團隊領導者，是用對的方法、使用

對的工具幫助到對的人。全球行銷執行總監 Jeff
也指出，運用慕立達推出的進階會員網站，其中

客製化行銷 E-mail可以建立新朋友名單，試用
包計畫可以收集到新人聯絡資訊，在個人媒體平

台做有價值的訊息分享來建立鏈結與創造業績。

此外全球訓練總監 Claudio再次說明 2019招募
系統的優勢，業務行銷副總裁 Shon則分享了慕

立達獎金制度的魅力，以及建立收入與事業計劃

的秘訣。豐富的課程內容與小組討論，讓與會的

領袖們不僅單向地吸收知識，還能雙向交流所學

及想法，讓學習的觀念更落實到實務操作。

參訪台北總公司 好康滿載而歸
5月 22日是台北總公司熱鬧歡騰的一天！台灣
分公司特別安排台北總公司參訪之旅！首先準

領袖們聚精會神專注學習

事業技巧 每日會議重點都會在國家會議中更詳細讓領袖們了解

總經理 Joy提到舉辦家庭聚會是最容易被接受及招募新人的方式

領袖們在台北品味生活館盡情下單購貨

備大溪地諾麗®果汁及諾麗茶
熱情迎接嘉賓，並致贈每位領

袖一份參訪好禮；緊接著讓領

袖們認識台灣分公司的歷史發

展與周邊景點特色。

佈置美麗又時尚的品味生活

館，處處都是拍照景點，夥伴

們爭相與諾麗樹合照，拿起諾

麗果模型與產品一起拍照打

卡，現場氣氛開心又熱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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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也是台北總公司第一次開放外

賓參觀辦公室環境，對於此難得的

機會，領袖們也都感到相當好奇與

興奮！當天並提供與會領袖專屬的

購貨優惠，讓大夥直呼這次來台灣

參加會議，真的是收穫滿滿、不虛

此行！

慕立達學院結業式
充滿溫馨與感動
Shon 與 Kelly 在訓練會中分享經
營事業技巧，希望透過成功的事業

計劃、明確的活動力，以招募更多

的新朋友並協助其事業拓展，並利用更多方式來表揚夥伴

們，讓堅持事業的熱情永不停歇！

時間來到了 5月 24日午後，也是慕立達學院的結業式。
在結業典禮之前， Shon也向大家宣布下一次慕立達學
院，將於 10月 8日至 12日於日本宮崎喜來登海洋度假

台灣分公司第一次開放參觀辦公室內部，每位領袖都非常興奮

全球策略主席 Kelly與結業的領袖們擊掌恭賀結業

副總裁 Shon慕立達獎金制度是百分百發放到領袖身上，絕不回流公司

亞太區領袖與副總裁 Shon和全球策略主席 Kelly合影留念 日本領袖與日本分公司總裁黃木 信、副總裁 Shon
和全球策略主席 Kelly一起合照留念

酒店舉辦，現場所有人無不報以熱烈掌聲，

期望透過會議能帶領更多團隊夥伴參與並獲

得更多培訓的經驗與事業商機。經過一週精

彩的課程，每位領袖穿上結業服裝，熱情地

與 Shon 及 Kelly 一起合影留念，現場所有
人一同拉炮和向上拋結業帽，互相恭賀並歡

呼順利結業感動的這一刻！

期許所有的領袖們能將這次寶貴的培訓課程

所學的知識與技巧，與團隊夥伴們分享，培

育更多領導者建立穩固組織，慕立達學院，

我們下次日本見！



● 考核期間：自 2019年 5月至 2020年 3月底止，共 11個月
● 考核辦法：所有挑戰者蒂瑪娜業績門檻值為：0

凡於考核期間，合格下述考核資格：

1. 合格 120QPV之尊寵會員
2. ASQV4達 480點
3. 直推 3位新科蒂瑪娜品牌翡翠級領袖
4. 個人推薦獎金領取頭銜達珍珠
5. 下線六層推薦關係蒂瑪娜品牌業績 (TeMana QV6 Personal)新
增成長達 24,000點 (含 )以上

6. 個人 2016 年度個人全球六層推薦關係業績月平均值 (QV6 
personal)與 ASQV4點數的月平均值必須維持

7. 上述資格維持任一個月即可合格蒂瑪娜之星種子訓練受邀資格；
若合格任三次，即可成為蒂瑪娜品牌總監 AD1

● 預計時間：2020年 4-5月之間

● 預計地點：義大利．米蘭

訊息傳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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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即 挑 戰 前 進 米 蘭！

注意事項：
1.全球限 60名依達成上述資格的時間先後排序；如果合格名單超過 60名，
將以會員考核期間蒂瑪娜品牌個人推薦關係六層 TeMana QV6 personal
總業績值依序排名。

2.蒂瑪娜品牌區總及執行區總的詳細考核資格，請詳閱 2017年蒂瑪娜品牌
區總計劃說明 DM。

3. 每權終身一次機會，合格 IPC權，僅限一人參加。
4. 機票、住宿、部份餐食由慕立達公司免費招待。
5. 美商慕立達公司保有修改及取消活動之權利。

第二屆蒂瑪娜之星
種子訓練考核

慕立達全球首屆蒂瑪娜之星種子培訓，

全球領袖熱烈迴響。現推出第二屆蒂瑪

娜之星種子訓練考核辦法，只要有心經

營蒂瑪娜事業的領袖，都有機會受邀第

二屆蒂瑪娜之星種子訓練！

把握 6月股票雙倍獎勵
IPC股票分紅計劃
考核辦法

凡於考核期間符合各項相關條件，將可獲得不同的新

世紀股份數 (那斯達克股票代碼 :NBEV)。2019年 6
月前完成第一個月的合格月，並符合其他相關考核條

件者，將可獲得雙倍股份。

詳細考核辦法請點選此處

NEW AGE 

BEVERAGES CORPORATION

STOCK SYMBOL

SHARES

NBEV

###

THIS CERTIFIES THAT

IS THE CERTIFIED OWNER OF
YOUR NAME HERE

###
SHARES OF THE COMMON STOCK OF

NEW AGE BEVERAGES CORPORATION

(NBEV)

CHIEF EXECUTIVE OFFICERBrent Willis
MORINDA

NEW AGE

https://morinda.site.stage.morinda.com/zh-tw/news/6637623/2019%E6%85%95%E7%AB%8B%E9%81%94ipc%E7%8D%8E%E5%8B%B5-%E8%82%A1%E7%A5%A8%E5%88%86%E7%B4%85%E8%A8%88%E5%8A%83-%E6%96%B0%E5%A2%9E%E7%BF%A1%E7%BF%A0%E7%B4%9A%E6%8C%91%E6%88%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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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諾麗傳遞愛
成就團隊永不放棄
簡金和 雙鑽珍珠領袖

「爽朗健談大方」是簡金和

予人的印象。由於在蘇澳碼

頭擔任裝卸貨的領班達三十

餘年，而有了「簡班長」這

個親切好記的稱號。身體硬

朗、全台跑透透，看不出已

75 歲，笑說自己「七十歲
仍是一尾活龍」的簡金和，

娓娓道出他與諾麗結下的不解之緣…

因為諾麗 點燃了傳播愛的信念
年輕時從事碼頭裝卸貨，由於體力消耗大，加上吃重的工作壓

力，長年下來造成身體耗損嚴重，簡金和形容根本就是「整組歹

去 (台 )」。當時一位朋友推薦他飲用大溪地諾麗®果汁，他心
想朋友態度真誠實在，不妨試試看，沒想到真的很不錯，不但大

幅改善了過往身體不適的狀況，

也變得更健康有體力。

「我覺得這產品對健康這麼有幫

助，一定要讓更多人知道才對

啊！」簡金和不假思索地說。於

是他與上線決定一起來打拚慕立

達事業，把這份愛世人的心傳遞

出去，讓更多人和他一樣找回健

康與活力。

挫折難免 但堅持不放棄
詢問簡金和當初在推廣產品的時

候，可有遇到挫折，甚至曾想

要放棄？「家人一開始都不支

持，甚至連試都不肯，但看著

我變得越來越健康，都覺得不可

思議，他們就願意相信和接觸產

品了。」簡金和說自己就是活招

牌，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說故

事、分享他人，所以被拒絕、挫

折在所難免，但他從沒想放棄

過，因為這份傳播愛的初衷未曾

改變。

晉升檔案

2016年 2月加入
2017年 7月晉升鑽石珍珠
2018年 4月晉升雙鑽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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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面對面來推廣，讓對方看到產品、

實際體驗，並聽到我親身分享因為諾麗所發

生許多的神奇故事。」簡金和的熱誠與關懷，

感動許多認識與不認識的有緣人，有些選擇

成為持續購買產品的消費者，有些則選擇加

入慕立達一起衝刺事業，也讓他的團隊逐步

成長茁壯，不斷邁向事業的新里程碑。

帶領組織的不二心法

簡金和說自己的個性是一旦決定做了就往前

衝的人，但是傳銷事業只有自己衝是到達不

了目標的。「當領頭羊的一定要一直往前走，

同時把團隊穩固好，才能向上發展、向下紮

根。」簡金和在此不吝分享他的秘訣：

1. 讓夥伴充分了解產品：掌握產品特色，對產品
就有信心，有了信心就能產生力量，讓更多人

認識並相信產品。

2. 以愛為出發點：用真誠的心去分享並關懷他人。
3. 培養組織人才：讓團隊的各層皆有領袖協助帶
領，在經營管理上更事半功倍。

4. 定期聚會溝通：例如舉辦家庭聚會、產品體驗
分享、事業制度說明等，凝聚向心力。

積極參與公司推廣的獎勵方案

除了幫助夥伴們獲得人生最渴望的「健康的身體」

及「好看的外表」，慕立達更祭出許多優於業界

的獎勵辦法來幫助達到「財務自由」。簡金和不

諱言由於從小家境貧困，對於致富這件事總是不

遺餘力，因此包括正在進行的股票分紅計劃、品

味生活獎勵旅遊、尊榮晚宴獎勵計劃…等，他與

團隊都沒有缺席。

「我覺得慕立達的獎勵制度真的很棒，包括固定

舉辦的產品及 OPP課程等，只要有推出我與團隊

都盡可能參加！」他認為多參與公司的活動，就能掌握

市場的脈動，同時讓團隊有向前衝刺的目標與動力。

最後，簡金和不忘鼓勵想要在傳銷業衝出一片天的夥伴

們，「以身作則」就是最佳的教戰守則。做，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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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台灣啟動會議
尊榮晚宴獎勵案達成名單  4月份 

慕立達公司即將在 2020年舉辦台灣啟動會議，尊榮晚宴挑戰案正如火如荼邁入第三個月
挑戰，此獎勵案為了鼓勵更多領袖擴大招募力道、新增業績與晉聘翡翠資格，藉以帶動團

隊動能與組織活動力。恭喜以下在四月份成績斐然、率先達成的領袖們，讓我們一起獻上

最熱情的歡呼及喝采！

晉升新科翡翠：

黃國旗	 高郁凱	 方國響	 李育如	 郭承旭	 郭承忠

個人 QPV6 新增 4,800 點 (含以上 )：

李美寶	 吳珍秀	 劉英仲	 蔡黃玉燕	張筱涵	 劉張蜂
許麗鈴	 朱秀雲	 郝靜芝	 王美惠	 方敦香	 許秀枝
林秀器	 吳麗芳	 鍾淑貞	 莊秀蓮

※以上合格名單依會員編號先後順序由上至下、由左至右排序

※上述考核領袖仍需維持合格尊寵會員資格至活動當月方可受邀 

請所有夥伴務必把握良機，再接再厲 與我們一起登上事業高峰！

恭賀恭賀

好幫手  全新改版上市  消費型錄

推廣必備

2019年 5月改版上市！全球掀起蒂瑪娜三大挑戰旋風，本期針對挑戰
套裝＆完成挑戰禮物、會員參加挑戰見證分享等有精彩介紹。全本內容

編排融入許多大溪地的自然風景，讓您在賞析豐富的產品介紹時，也盡

情體驗大溪地的無盡之美；此外更加入了會員夥伴的產品使用分享、法

國小姐暨慕立達代言人－潘美拉．契夫斯 (Vaimalama Chaves)的迷人
丰采等。產品介紹包含慕立達所有銷售品項及輔銷產品、產品價目表等，

讓您立即掌握商品詳細資訊，是推廣商機的必備利器。

消費型錄
NT$60 / 本
3本優惠價 NT$150
貨號 116543



6月行事曆

《以上未標出時間之OPP事業說明會及各項課程活動， 台北及高雄的時間為19:00∼20:30 、台中的時間為19:30∼21:00 》

事業說明會(OPP)及全省巡迴產品課程之地點及聯絡電話
台北品味生活館—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08號2樓    電話： (02)8788-1988  傳真：(02)8788-1818
台中營運中心—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220號25樓   電話： (04)2329-8000  傳真：(04)2329-0066

 

 

高雄品味生活館—高雄市民生二路36號1樓 電話： (07)215-2228 傳真：(07)215-2528

   
免付費客服專線：0800-081-988

    
免付費訂貨專線：0800-081-988 

  

美商慕立達公司網站：www.morinda.com/tw

電話訂貨/客服部服務時間：週一∼週五10：00∼19：00(星期六、日公休)
各區營運中心服務時間：週一∼週五10：00∼19：00(星期六、日公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活動開始
大溪地

諾麗®果汁

極致風味

買 2箱送 2瓶

台北 /OPP
慕立達事業

絕對優勢

吳珍秀 御立鑽珍

台中 /OPP
健康、美麗、財富

林英惠 黑珍珠

高雄 /OPP
新世紀，興動能，

欣商機

李寶玉 御立鑽珍

端午節

各營運中心

暫停服務

☆ 5/20~5/26
快速獎金轉帳

高雄 /
健康、美麗、財富
林英惠 黑珍珠

☆ 5/27~5/31
快速獎金轉帳

◎ 6月生效之『尊
寵計劃』及『易利

購方案』變更申請

截止時間

台北

7天速效
美白實作課

台中

7天速效
美白實作課

高雄

7天速效
美白實作課

☆ 5月份
組織獎金轉帳

☆ 6/1~6/9
快速獎金轉帳

高雄 /OPP
慕立達美麗新商機
許麗鈴 御立鑽珍

☆ 6/10~6/16
快速獎金轉帳

◎ 6月生效之『尊
寵計劃』及『易利

購方案』加入截止

時間


